
看懂这份“成绩单”
我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在新

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非常时期，对这份特殊的经
济“成绩单”需要我们认真去看懂。

这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
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举国抗疫，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得到了安妥的保护。试
问，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随着疫情防控捷报频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逐
渐“苏醒”过来。大江南北，农田又绿了起来、机器又
轰鸣了起来、路上货车又多了起来、建筑工地又热
闹了起来……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3
月份多项指标降幅明显收窄，复工复产加快推进，
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长，基
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谁
能否认，这是了不起的进展呢？

要清醒看到，疫情仍在全球持续蔓延，世界经
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我
国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越是形势复杂，越要
站稳脚跟，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将外部压力转化为
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动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在前进的路上，依然会有这样那样的
艰难险阻、暗礁险滩，我们必须做好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努力的准备。只要我们坚决地落实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极富韧性和创造力的中国经济终将扬
帆再劲进。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东盟反超欧盟
成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何以“后来居上”
贸易前景如何

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一季度外贸

“成绩单”中，一项数据颇受关注：东盟

以绝对优势反超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许多人关心，东盟何以“后来

居上”？反超是短期因素使然还是长期

趋势？我国与东盟贸易前景如何？
图为在中集来福士山东烟台建造基地，工人们在建造深水养殖工船（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图为在山东省港口集团烟台港，工人在装运化肥（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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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熊远帆
通讯员 胡吉星

4月16日下午，“大干100天、实现双
过半”2020年知名企业浏阳行暨招商引资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举行，24个重大项目签
约总额达246.9亿元。

100 吨碳化硅纤维产业化项目、高端
生物蚕、高端丝绸全产业链项目……疫情

“阻挡”了面对面的交流，却没能阻挡新型
产业项目落户浏阳的脚步。

疫情防控期间，浏阳市开启不见面招
商新模式，紧扣优势产业和重点企业，紧盯
发展新机遇，在3个月时间里，成功争取一
大批优质产业项目花落浏阳。

当天集中签约的项目中，有近九成为
产业链项目，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
能制造、健康食品、碳基材料、新能源等多
个领域，将为浏阳的15个工业新兴及优势

产业链“强筋骨”。
“产业链招商，是推动浏阳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一招。”浏阳市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浏阳不断提升产业格局，完善
产业体系，已形成“三主两特”（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以及健
康产业（食品）、再制造两大特色产业）的多
点支撑格局，“这些项目签约落户，将再次
强化这一新型产业格局发展。”

由湖南泽睿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 12
亿元建设的100吨碳化硅纤维产业化项目
在本次活动上签约，将为浏阳碳基材料产

业链注入发展活力。
100吨碳化硅纤维产业化项目实现了

碳化硅纤维的国产化，不仅能打破国外封
锁，突破发展瓶颈，而且具有显著的产业集
群效益。目前，它已应用于苹果手表表盘
材料等生活消费品，还将成为我国航空发
动机、燃气轮机等一系列高端蓝海产业发
展的助推器。

雅士林集团决定在浏阳经开区建设高
端生物蚕、高端丝绸全产业链研发制造创新
基地。“我们用工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手段
替代半农业、半手工的低效率生产方式，颠覆

茧丝绸行业‘靠天吃饭’的传统，极大地提高
了蚕丝的产量和品质,占领国际丝绸原材料
市场超30%的份额。”雅士林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范茂林表示。

当天的活动现场，还开展了浏阳营商环
境介绍和项目推介，重点推介了浏阳河“一河
两岸”文旅项目和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我们之所以选择浏阳，是因为浏阳一
直秉持‘亲商、重商、富商’的发展理念，干
部工作作风务实高效、积极主动，投资环境
让我们安心、舒心、放心。这也是我们一直
看重的。”范茂林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陈大华

暖阳照大地，微风抚新芽。4
月13日，记者沿着石梯走进永顺
县石堤镇油茶产业园，片片新绿
爬上树梢，颗颗茶果探出了头，连
绵起伏的万亩油茶林身披阳光，
蔚为壮观。

自2016年实施油茶低产林改
造后，这片油茶林效益大增，让520
户贫困户1900人实现稳定增收。

近年来，永顺县把油茶产业
项目作为破解农村产业发展瓶
颈，通过新造、低改、套种等措施，
实现油茶产业长期效益与短期收
益同时提高，油茶林变成百姓的

“森林银行”。
当天下午，记者前往永顺县塔

卧镇科甲村油茶套种示范基地采访，
汽车在起伏的山林里爬升，行至山高
处，记者看到，许多村民脚踩泥土，站
在不到半米高的油茶树间，熟练地施
肥、起垄、覆膜。

永顺县委办驻科甲村第一书
记张林波介绍，新栽油茶要至少5
年才能挂果收益，为了提高土地
使用率加速林地收益，实现农作
物种植与油茶管护双赢，科甲村
在县里的支持下积极探索油茶幼
林套种生长周期短、经济见效快
的辣椒、青菜等经济作物，以通过
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相结合的产
业模式，拓宽百姓增收渠道。

科甲村按照“合作社+企业+农
户”的产业模式，由工作队引进企业，
村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提供前
期资金、技术服务，农户负责种植。

张林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辣
椒一年可以收一季，蔬菜一年可收两
季，目前已联系好贵州、云南等地客
商，按照这个模式和老百姓签订保底

收购协议。光辣椒一项，以每斤辣椒
1.2元收购，按照辣椒套种亩产2000
斤计算，每亩最低收益2400元，除
去人工及肥料等成本，每亩纯收入
1000元以上。

村民尹端武笑着对记者说：“等
茶树长大，村里还要推广林下养殖，
我们每一年的收益都有保障。我每
天晚上都睡不着，只想天一亮就上坡
干活！”

目前，永顺县油茶林总面积
已达 44.8 万亩，建成 3 个万亩油
茶新造示范园，1个万亩低产林改
造高标准示范园，22 个千亩示范
园 ，培 育 油 茶 专 业 合 作 社 124
家。据了解，油茶林进入盛果期
后，全县可实现年产茶油2万吨，
年产值20亿元以上，受益农户将
达到5万户20万人口。

据悉，永顺县不少乡镇还新
建了农产品加工厂，把套种作物
的利益最大化。首车镇 2019 年
依靠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新建
了一个薯类加工厂，出售马铃薯
加工成品干土豆片、土豆粉丝、土
豆淀粉等，把种植的农作物变成
商品，线上线下销售。该镇镇长
杨振华介绍，去年以来，镇里在油
茶幼林中套种了马铃薯、红薯、药
材、花生等农作物共 3000 余亩，
薯类种植面积占二分之一。

林下套种有增收，油茶效益看
长远。

“油茶的生长关键在于透风透
光，通过人工干预，控制油茶的高度，
油茶才能长得更好。”当天，首车镇龙
珠村的油茶基地里，州县林业部门技
术专家在为基地负责人讲授油茶幼
苗管护和套种技术。据了解，在油茶
成长和发展的每个重要时间节点，专
家都会定期前往基地给予技术指导，
为油茶产业的健康发展助力。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
员 李南曦）4月16日10时许，湘潭市雨湖区
姜畲镇艳阳高照，几十名建筑工人正在该镇
易建河村建中堤上搬砖、垒土，一片繁忙。雨
湖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负责人唐群介
绍，该项目总投资近 3700 万元，2019 年 11
月启动。受疫情影响，项目正在抢抓工期，预
计 6 月中旬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完成后，将

有效解决汛期高水位导致的管涌、堤坡渗水
及漫堤等险情。

据了解，雨湖区湘江、涟水河岸线约36.5公
里，沿线共有河西大堤、十万垅大堤、姜畲镇大堤
3个防洪圈，是该区50余万人口和近千家企事
业单位抵御洪水的“安全墙”。为抢抓受疫情影
响延滞的项目工期，该区水利局2月上旬为在建
和续建防洪项目申报复工复产资料，筹备口罩、

消毒水、体温枪等防疫物资。目前，十万垅大堤
李春河湾段水毁修复工程已完工，姜畲镇建中
大堤续建项目已完成灌浆和水下工程部分，完
成主体项目进度85%。该局还派出4个检查组，
在全区各乡镇（街道）及水工程管理单位进行水
利安全度汛隐患排查，共排查防汛隐患26处。

为应对今年有可能出现的防汛险情，雨湖
区应急管理局已按定额标准储备抢险物资编织
袋10.84万条，砂石料0.53万立方米，救生衣
500余件，应急抢险设备冲锋舟5艘、橡皮舟2
艘。该区12个乡镇（街道）、雨湖高新区组建59
支抢险队伍，开展防汛演练、培训11次。

湖南日报4月17日
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
员 罗向好）今天，长沙市
开福区蓝天保卫战一季
度讲评会召开。会议透
露，一季度该区空气质量
优良率达 93.4%，居长沙
城区第一名。

该区通过清单化管
理，对建筑工地、垃圾消纳
场、汽车维修企业、餐饮门
店等8类主要污染源摸排
到位，精准治理，通过绘制
污染源地图实施“挂图作
战”。一季度以来,铁腕整
治建筑工地及渣土扬尘
353 个 ，复 绿 裸 露 黄 土
77.68万平方米，查处高规
格柴油车辆5052台，对64
家重点污染企业实行错峰
生产制度，成效明显。

下一步，该区将继续
依靠秸秆焚烧及利用、柴
油货车污染防治、渣土扬
尘治理、绿色交通出行等
13个方面的专项行动,持
续攻坚，保卫蓝天。

永顺县做足林下经济文章——

油茶林变成“森林银行”产业链招商结硕果
——新型产业项目接连落户浏阳

雨湖区：未雨绸缪迎洪备汛
排查防汛隐患26处，组建59支抢险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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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威华 赵焱

“中国拥有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
潜力，经济韧性和潜力巨大，回旋余
地足，这是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
一大优势。”巴西瓦加斯基金会金融
专家夏华声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表示。

夏华声说，中国抗击疫情的措施
给全球抗疫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
验。他认为，中国一季度采取的系列措
施十分有效，有助于经济恢复。

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初
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6.8%。但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
收窄，工业产出规模接近去年同期水平。

夏华声指出，尽管受到疫情影
响，但目前中国已出现不少实体经济
快速恢复的好势头。

3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2%，比上月回升16.3个百分点，重新站
回荣枯线上方。夏华声认为，这一数据说
明企业复工复产进展迅速，中国政府的
政策“组合拳”已经取得效果，疫情没有
伤及中国经济的“筋骨”，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夏华声指出，中国积极推动降低
企业融资成本，促进了企业融资需求
回升，企业复工复产得到加速。同时，
疫情期间，中国高科技和互联网企业
得到快速发展的机会。

他认为，疫情或导致全球化进程
暂时遇到阻力，但同时也为中国扩大
内需提供了更多动力。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4月17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红霞 杨迪

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
对东盟进出口9913.4亿元，同比
增长6.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5.1%。与之形成明显反差的是，
我国对欧盟进出口8759.3亿元，
下 降 10.4% ；对 美 国 进 出 口
6680.1亿元，下降18.3%；对日本
进出口4656.8亿元，下降8.1%。

中国-东盟贸易逆势增
长，怎么做到的？海关总署新闻
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
文说，一季度我国与东盟集成
电路进出口大幅增长，拉动双
方外贸整体增长了 3.3 个百分
点。越南则在我国与东盟贸易
中扮演“绝对主力”，中越贸易
额占中国-东盟贸易总额的
25.8%。

具体来看，我国一季度自
东盟进口集成电路 1056.5 亿
元，增长25.8%，占自东盟总进
口的 23.4%；对东盟出口集成
电路 427.5 亿元，增长 28%，占
对东盟总出口的7.9%。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李永说，新冠肺炎
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东盟都面
临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挑战，
这也反过来加强了双方寻求合
作共赢的意愿和动力。

从数据看，我国在集成电路
板块与东盟存在逆差。一些人认
为，日韩等国集成电路产业正逐
渐向东盟国家转移，对我国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带来一定挑战。

“我个人认为这个转移对中
国谈不上绝对的弊大于利。”对
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庄芮说，“在迈向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要在产业
转型升级中寻找新的、附加值更
高的增长点，这才是关键。”

业内人士认为，东盟成为我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疫情因素是
一方面，东盟国家受疫情冲击比
欧盟国家小，采取的封闭措施对
贸易的影响更轻。另一方面，也要
考虑英国“脱欧”因素。在统计中，
从1月底后，我国与英国之间的
贸易不再计入与欧盟贸易数据。

“东盟能否长期成为我国第
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下定论还为
时过早。”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房爱卿认为，但双方互补性
强，距离较近，物流成本低，增强
经贸合作对中国与东盟而言是互
利共赢，有理由相信双方贸易前
景会更好。

在 14 日举行的东盟与中
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各方表
示争取年内如期签署“区域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

（RCEP）。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
RCEP 如果顺利签署，不仅会
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
还将对投资带来重大利好。“既
会增加区域内部的投资，也可
以期望更多来自域外的投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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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卢静

“今年我挖春笋，20多天赚了1万多元。
最多的一天赚了1000多元。”4月16日，桃江
县马迹塘镇益阳仑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刘满余
对记者说。

刘满余家有20多亩竹林，从3月25日开始
挖春笋，到4月15日，共挖了5000多公斤春笋。

益阳仑村是桃江县马迹塘镇的一个偏远
贫困山村。2018年3月，桃江县农业农村局

驻村帮扶工作队进村后根据该村山地多水田
少的条件，与村支两委干部考察讨论后决定
改造低产竹林，发展笋竹产业。

“现在春笋是竹林收入的大头，从春分到
谷雨，可挖笋五六轮。今年虽然是竹笋的‘小
年’，但我们合作社已在村里收购90多万公
斤春笋，比去年多15万公斤。”亿阳仑竹笋生
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震说。何震是益阳仑
村人，2018 年回村组建起竹笋加工厂，成为
村民家门口的“扶贫车间”。2019年，他支付

农民工资100多万元。仅挖春笋一项，益阳
仑村人均增收600多元。

竹林成了聚宝盆，村民发展笋竹两用林积
极性高涨。“我现在的收入至少是原来4倍以
上。低产竹林改造技术是免费教的，肥料也是
免费送的，我只要出劳力就行了。”笋竹基地改
造让刘满余尝到了甜头，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今年县里还对贫困户挖的鲜笋每公斤补
贴0.4元。”正在益阳仑村调研产业扶贫的桃江
县政协副主席、县扶贫办主任胡喜明说，核实情
况后补贴很快会打到每个贫困户的卡上。

听到胡喜明这么一说，刘满余一算账，还
有2000多元的“意外之财”，咧开嘴笑了。

“挖笋卖，最多的一天赚了1000多元”

时事聚焦


